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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湲

北宋以后的近 1000 年间，黄河决口
300多次，其中大水多次淹没开封城，一度
把开封城淹没殆尽。

1642 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因
围困开封周王府未果后，扒开了黄河马家口
大堤。当时正值大雨滂沱，咆哮的河水汹涌
奔腾，决堤而出，直冲开封城，城内积水达
10多米深。数月后洪水退去，高大的开封
城墙几乎被黄沙淤平，州桥亦在水患中被淤
埋于地下。大洪水致使城内36万人仅存活
2万余人。在那横殃飞祸、城市沦陷的时刻，
城中市民竟毫无察觉，活活被大水淹死。

2016年，因配合基建工程，开封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开封城东南一隅的御龙湾明
代建筑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洪水留
下的黏泥，至今尚有2至 3米厚，整个城内的
遗存，被基本完整覆盖在淤积黏土层下，白
骨累累，惨不忍睹。

因为房屋垮塌后被整体淤埋，所以房间
里的家具摆设仍保持着原样。根据房屋倒
塌情况和人骨遗骸分布位置看，恰好印证了
1642 年黄河决口、洪水灌城的文献记载。
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降临时，随着惊雷般的
轰鸣，洪水席卷了大街小巷，不断升高上涨，
没过屋顶，灌入门窗，根本分不清它是来自
天上，还是地下。

御龙湾遗址发掘，还原了灾难降临时的
场景。其中一处两进院落保存较完好，是明
清时期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前后院均有北
正房和东西厢房，前院与后院之间有环廊相
通。两进院落里发掘出 5具人骨遗骸，有的
在床上，有的在房屋门前，有的在院子里。

遗址内还出土了很多散落的碎人骨。
专家认为，碎人骨的出现，应与明末农民起
义军围城和洪水毁城事件相关。据文献记
载，明末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三次攻打开
封，第三次围城长达四个月之久，城内物资
供应全部中断，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多少个家庭故事，多少个在困境和死亡
之间挣扎的悲惨场面，从发掘现场走向世
人。

这种灾难遗产，是开封历次受黄河泛滥
之灾的见证，是开封人民在灾难面前坚韧不
拔、生生不息的精神体现，是传承历史、继往
开来的重要载体。4

秋色渐将晚，微风略拂动，走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开封大街上，悠远的历史感久挥不散。

北宋王朝在开封建都长达168年，当时的国都开封城却在盛极之后神秘消失。作

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都城之一，寻找它的下落，一直是考古工作者的目标。

历经20多年的考古发掘，开封城神秘的面纱被层层揭开。

地下，历次黄河水患使开封数座古城池深深淤埋于地面之下；地上，因黄河泥沙淤

积使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河高于城的“地上悬河”。两种都堪称世界奇迹的景观同时

出现在一座城市，极其罕见。

从开封市中山大道到龙亭公园的一段路途上，深埋
繁华。中山大道下 8米深处，叠压着御街。御街，是宋代
内城中最宽阔壮丽的皇家大道，宽达300多米，从宣德门
向南经州桥，再通过里城的朱雀门，可直达外城的南薰
门，为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宋朝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多
分布在御街附近。

在中山大道和御街的地层上下之间，又叠压着明代
和清代的路面，承载着城市中轴线的使命。一千多年来，
开封城的南北中轴线居然没有改变，被称为“千年中轴
线”。

开封的考古发掘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著名的顺
天门遗址、州桥遗址以及御龙湾明代建筑遗址的发掘，无
不令人震撼。而每发掘一处，都如同一个透视地层的窗
口，让人们看到这座城市当初遭受过怎样的灭顶之灾。

顺天门遗址考古发掘始于2012年，由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考古发掘
持续几年，探明了门址的平面布局，展示出宋代顺天门主
城门的结构布局、主城门的规模形制和基础建筑方法，并
发现了瓮城内的两座重要建筑基址等。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京城郊外陈
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起北宋王朝，并
定都开封，时称东京。

当时的东京城，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名
副其实的“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也是
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使中
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南移，开封从此一蹶不振，昔日的宫
殿和城墙被黄河泥沙深深埋在了地下。

如今，发掘已进入尾声，国家将投资6个亿，进行永久
保护。顺天门是宋东京城外城西墙南侧连接御道的正
门，向西可直通郑州，俗称“新郑门”。遗址距今地表5米
—9米深，也是北宋东京城诸多城门中保存最好的一座，
其地层特征是对开封城摞城的绝佳诠释。

其主城门为一门三道的方形瓮城，即修筑在城门外
的小城堡。南北54.2米，东西进深23.8米，由墩台、隔墙、
门道和一周城墙组成。其形制是在中国都城中最早出现
的，并对其后各朝代的城门建制有着重大影响。

“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开封地势平坦，无
险可守，从战略方位上来说，开封的地理条件十分不利，
既缺乏长安的“关中之险”，又没有洛阳的“山河之固”。
为了弥补先天条件的不足，北宋统治者处心积虑地在城
外驻守重兵严防，同时大规模地进行东京城的营建。

开封东京城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相套，固若金
汤，既利于攻又利于守。但事实证明，城防固然重要，但不
是决定因素，国家的存亡，完全在于统治者的意志与胆略。

宋外城又称新城、罗城，是京师防御的第一道屏障，
始建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北宋时曾多次加以重
修、增筑和扩展，一度曾扩展到周长八十里，“其高际天”，
直到钦宗即位，金人将要攻城时仍未完工。外城有12座
城门和6座水门，西城墙从北向南，依次是固子门、万胜门
和顺天门。

宋徽宗自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开始，命户部侍郎
孟揆在京城北部，仿照杭州凤凰山的模样建造艮岳。艮
岳是惊世骇俗、野心勃勃的工程，历十数年时间，建成后
山周十多里，最高峰距地面“九十步”，千岩万壑、乔木茂
草，构成有史以来最为优美的游娱苑囿。

1125年冬，金兵分两路南下，直逼宋都东京，试图消
灭大宋政权。在军民的强烈要求下，宋钦宗任用主战派
将领李纲主持东京的防务。这时金兵已经包围了东京，
全城军民在李纲的率领下，群情激愤，决心誓死捍卫自己
的家园。

战争伊始，金兵向东京城发起猛烈火攻，几十只燃烧
着熊熊烈火的船队，顺流而下，直扑西水门（宣泽门）而
来。李纲在每一面城墙上布下1.2万名精兵，并准备大量
的炮、弩、镭石、铁蒺藜、摞木、火油等。如雨的炮石向金
军猛烈发射。经过殊死较量，金兵伤亡惨重，全面溃败。

金兵在攻打东京时，宋钦宗下令将艮岳中喂养的数
十万只山禽水鸟，全部投入汴河，任百姓捕捉。艮岳中的
花石，在战争危急时也被士兵砸碎充当了炮石。最后，宋
军突然从西城墙两端的固子门和顺天门同时出兵，夹击
金军，把金军打得措手不及，节节败退。这时宋军的援军
也纷纷赶到，金军担心后路被宋军切断，便于1126年 2月
仓皇向北方退兵。万民一心，汴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金兵退去后，统治者却罢免了李纲等爱国将领，同时
暗中策划求和。半年后，金军再度分兵两路南侵。同年
11月，宗望和宗翰的部队同时抵达宋都东京，东京城再次
陷入重围之中。12月初，金兵乘大雪严寒，破城而入。金
军占领开封达 4个月，1127年 4月,带走包括徽、钦二帝
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北宋至此灭亡，这就是宋代历史
上所谓的“靖康之难”。

顺天门考古发掘到宋代地层时，发现大量的宋代遗
物，包括礌石、太湖石、铁蒺藜、建筑构件、磨喝乐、瓷器、
钱币等。礌石有一百多个，大多近球形，多为青石料，经
考证判断，有一个礌石可能是用名为苗授的墓碑或功德
碑制成。

面对这些千年前的遗物，感觉宋金战争仿佛就发生
在昨天，似乎仍可以隐约听到炮火声。那些带着宋朝将
士体温的遗物，仍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默默无语地洞察

着人间的忧患沧桑。

2014 年，隋唐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遗憾的是，开封作为大运河重要节
点城市，却没有一处世界遗产。究其原委，
主要是因为开封段大运河被深深埋于地下，
从而与世界遗产失之交臂。

2018年 10月，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与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启动了州
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的勘探工作。截至 2020
年 7月底，已完成发掘面积 2500平方米，考
古共开挖了三个探方，1号探方发掘出大运
河即汴河的河道及堤岸，2号探方发掘出汴
河北堤岸的地层关系，3号探方则是对州桥
本体的发掘。

1 号探方在河道内出土了大量瓷器标
本，总量三万余片，涵盖唐、宋、元、明、清各
个时代，种类有钧瓷、青花、白地黑花、青白
瓷、青瓷、彩瓷等。州桥遗址大量瓷器标本
的出土，一方面反映了东京开封京城地位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反映了运河漕运的发达和
城市商业的繁荣。

宋代，汴河流经东京的里外城，河上共
有 13座桥，州桥是东京城内御街上横跨汴
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又名天汉桥，至今已有
1200 余年历史。州桥始建于唐，北宋时屡
有修缮，“州桥明月”是汴京城著名的八景之
一，赵匡胤州桥斩石龙、杨志卖刀的故事都
发生在这里。

州桥，是汴河与开封城中轴线交会处的
一座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古桥梁。在发掘
现场可以看到，南北桥面长约 20.3米，桥面
用青石板铺砌，石板下衬砖两层。桥洞为青
砖三圈三衬砌就，跨度 5.8 米，券高 6.5 米。
桥墩由青石条筑成，河底铺有石板，石板下
衬有至今完好的方木。

州桥之下即汴河。北宋定都开封后，逐
步构建起了以京城为中心的运河网，环绕京
畿，辐射四方，联络各地。汴河贯通黄河、淮
河、长江三大水系，是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
脉。宋时曾经多次修浚和疏通，江淮一带的
粮食与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汴京城，解
决了东京城的食粮及东南物资的调运。考
古发现，古汴河河床从宋代 30多米宽，一步
步缩窄到元代的3米宽，以至完全消失。

1981年春，龙亭公园在潘杨湖中部进
行景观改造时，当湖水抽干，推土机将湖
底淤泥清理去二三米后，竟然出现了大面
积的古代建筑遗迹。从遗迹的平面布局
来看，有宽阔严谨的大型宫殿残基，夹墙、
烟道、道路等各种辅助建筑，俨然是一处
结构繁复的宫殿建筑群基址。

挖掘到 4米以下时，完整的大型宫殿
基址、路面和取暖设施逐渐呈现出原貌。
经考证而知，它们是明代周王府的宫殿基
址。据史书记载，明周王府是在宋、金皇
城的废墟上修建的。因此，明周王府的发
现，对于寻找宋皇宫的踪迹埋下了伏笔。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封
第五子朱橚为周王，建王都于开封。坐落
在金宫基址上的明萧墙，至今仍大部分完
好，淤埋在地表下 3至 5米深处。在距地
表 4米左右为明紫禁城北墙，墙底部宽达
8米，正好坐落在北宋皇城北墙上。探方
挖至10米时，已经基本可以看出宋皇城的
面貌。

皇城又称宫城、大内，是北宋帝王生
活议政的场所。皇城略呈东西短、南北长
的长方形，周围五里，夯土内外均用砖包
砌。恰好与《宋史·地理志》中“大内据阙
城之西北，周回五里”的记载相吻合。

内城又称里城、阙城或旧城，为东京
城的第二道城垣。全长 11550米，折合宋
里为20.63里，与《宋史》记载的“周回二十
里一百五十步”大致相吻合。内城主要为
商业和居民区，也是京都最繁华的地方。
宋统治者在内城之中控制着东京的经济
命脉。除戒备森严的各级衙署外，随处都
有商铺、邸店、酒楼和食店，可谓“车马阗
拥，不可驻足”。

北宋以前，黄河流经河南北部，由天
津附近入海，距离开封数百公里。金代黄
河向南改道，带着丰富的泥沙，致使河道
淤塞，河床不断抬高，便形成了河床高于
城的“地上悬河”。有的河段已经高出堤
外平地 10余米，站在河堤向下望去，犹如
深谷沟壑。

考古发掘得知，开封城的地下，叠压
着6座城池，而规模最大、最为壮观的是北
宋东京城。唐代汴州城埋在地下 10至 12
米深，北宋东京城埋在地下 8至 10米深，
金代汴京城埋在地下 6至 8米深，清代开
封城埋在地下约 3米深。除了“城摞城”

“墙摞墙”，还发现了许多“路摞路”“门摞
门”“马道摞马道”的奇特现象，其叠压层
次与规模，在我国 5000 年文明史上是绝
无仅有的，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
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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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龙湾明代遗址

御龙湾明代四合院遗址

考古发掘现场

顺天门城摞城遗址局部

地层叠压图

州桥遗址运河发掘探方


